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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国际教育将
国内外课程融为一体

近年来,不少高中办起了国际部,开设出多个
出国项目，学校互抢生源，市场竞争激烈。

为此，广州出现了校际联合的势头，试图整合
资源。 由华南师大附中前校长吴颖民领衔的广东
省中小学校长联合会，扮起了“媒人”的角色。这个
联合会将广州市16所中学、华南师大等多所高校
及专事国际教育研究的树童乔斯顿书院的力量联
合起来，组成国际化发展协作组，融合、开发国际
课程。

广州的这个国际教育协作组试图将英国高中
课程 （A-Level）、 美国的全球评估证书课程
（GAC）、美国大学预修课程（AP）和中国的高中课
程进行融合，联袂开发名为“GVC”的国际课程。
据该项目负责人李小静介绍，“GVC”国际课程将
国内课程和国际课程知识点打乱重组， 重新设计
教学内容和次序。 （李曜明）

北京高校外国留学生
汉语辩论赛落幕

近日，2014北京高校外国留学生汉语辩论邀
请赛决赛在北京电视台《北京客》节目录制现场正
式打响。

说起决赛, 那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别具匠心
的辩题———《孙悟空和猪八戒,谁更适合当老公》。
这个题目, 不仅故事趣味十足， 直接挂钩四大名
著, 还能直观表现不同文化背景下大学生的择偶
观和婚恋观。现场选手们的语言风趣幽默,火花四
溅。 经过独立评委评议，最终,北京语言大学代表
队夺得冠军。

本届大赛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 北京市
汉语国际推广中心承办，天津市教育委员会、河北
省教育厅、北京汉语网协办。 来自三地20所著名
高校，40多个国家的优秀留学生同场竞技, 一展
汉语的才华和魅力。 （黄金鲁克）

“中国—东盟教育科研网
络”工作正式启动

近日， 由中国—东盟中心与东南亚教育部长
组织（SEAMEO）联合发起，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承办的建立中国—东盟教育科研网络协调会暨
《中国—东盟教育体制与改革指南》编写研讨会在
北京会议中心召开。

会议期间， 各国代表就中国—东盟教育研究
网络的成员、 愿景、 宗旨和活动机制等进行了讨
论，表示东盟国家内部目前尚无此类机制，认为此
时提议成立该网络正当其时， 并一致推举中国教
育科学研究院担任《中国—东盟教育体制与改革
指南》编写工作总协调方。 其间，与会代表还参观
了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北京市外事学校。

据了解， 三家合作机构项目工作负责人以及
来自文莱、柬埔寨等国教育部、教育科研机构及驻
华使馆教育官员代表参加了会议。 （黄金鲁克）

北外庆祝澳大利亚汉学家
马克林任教50周年

6月23日，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庆祝活动，纪
念澳大利亚汉学家马克林（Colin� Mackerras）
教授北外任教50周年。

1964年，从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的马克林与妻
子自荐来华执教， 首次来到尚未与澳大利亚建立
外交关系的中国大陆。“当初决定来中国是受母亲
影响，此后的生活，中国也像母亲一样影响了我。”
当天，马克林教授讲述了投身汉学研究的起因，分
享了自己与中国结缘、相识和在中国的重要经历，
回忆了在北外教书育人的点点滴滴。 北京外国语
大学校长彭龙、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
哈凯琳等分别对马克林示以敬意。

据悉，50年来，马克林的研究涉及中国少数民
族、中国历史、中澳关系等领域，出版了《我看中
国———1949年以来中国在西方的形象》 等著作，
为中澳文化交流做出贡献。 （黄金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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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考
分数的发布，
各个省市都刮
起了状元热。
然而， 早年的
学业成功， 是
否必然意味着
今后人生的卓
越？

为此， 耶
鲁 大 学 儿 童
研 究 中 心 临
床 讲 师 维 吉
尼亚·希勒博
士给11位2013
年 美 国 诺 贝
尔 奖 获 奖 科
学家写信交流
和探讨， 并将
其研究心得与
中 国 读 者 分
享。

———编者

环球论道

分数难承卓越之重
———诺贝尔奖得主高中生涯揭秘

■维吉尼亚·希勒

随着中国内地高考分数的放榜， 各
省市又开始评选和追捧各自的状元。 我
对状元们表示衷心的祝贺。 当然， 也对
那些没有成为第一名， 但辛勤耕耘过的
学子们表示祝贺。 他们应该相信， 他们
并没有丧失一个实现卓越人生的机会。

诺贝尔奖得主并非都是状
元出身

作为 2013年诺贝尔奖得主罗伯
特·席勒的妻子， 我最近有机会调查其他
2013年诺贝尔奖得主的高中学业情况。
其中， 我丈夫在高中时并不是班上第一
名。 他在美国密歇根州上学时， 在400多
名学生中排名第四。 因为知道这个， 我
决定调查其他诺贝尔奖得主的情况， 了
解他们在高中时的成绩是否拔尖。

在11名诺贝尔奖得主中， 有9位诺贝
尔奖得主积极给予反馈。 在这9位诺贝
尔奖得主中， 有一位 （詹姆斯·罗思曼）
在高中毕业时是第一名， 有三位 （尤
金·法玛、 阿里耶·瓦舍尔和马丁·卡普
拉斯） 所在的学校没有班级排名， 但是
他们在学校获得了卓越殊荣， 有一位
（托马斯·祖德霍夫） 去的是华德福学校，
学校不允许任何考试和排名， 另外三位
（迈克尔·莱维特、 拉尔斯·彼得·汉森和
兰迪·谢克曼） 并不是班上第一名。

那么， 当初并没有成为高中班级第
一名的诺贝尔奖得主， 如何看待自己高
中的学习？ 迈克尔·莱维特博士 （诺贝尔
化学奖得主） 表示： “我从来不是班上
最好的学生， 排名总是在前10%的样子。
这大概是故意的， 因为这对我很容易，
但同时又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参加非学术
性活动。” 兰迪·谢克曼博士 （诺贝尔医
学奖得主） 则称： “我没有得到‘致告
别辞的毕业生代表 （第一名）’ 的殊荣！
我上的是一所很大的公立高中， 我在
600多个人中排名第25位。” 谢克曼的主
要精力都集中在了数学和科学课程上面，
对其他科目都没有怎么关心。 拉尔斯·彼
得·汉森博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坦
言称， 他在高中时学习很困难， 因为那
时他们全家搬到另一个地方， 让他在学
校适应得很困难。 汉森记得他的老师在
带回家的报告单上写他不尊重权威， 他
也记得得过很差的成绩。 总的来说， 在
高中， 他没有进过前三名。

最具潜力学生更痴迷于学
习以外的事

如上所示， 这几位诺贝尔奖得主在
学校并没有致力于成为第一名， 而且在
同龄人中他们也不拔尖。 那么， 他们在
高中到底干了些什么？

我想聚焦在我丈夫身上， 谈一下这
群诺贝尔奖得主在高中时选择参加的课
外活动。 我丈夫在那个时候自己制作过
反射望远镜， 也收集过化石。 他最有创
意的思想就是把碱液、 锡箔纸和水混起
来， 做成氢气球， 让它们在上升的时
候， 一点点漏气， 然后用相机记录下它
们慢慢下降的过程。 他在气球里面放了

联系方式， 让找到气球的人通知他在哪
里找到的气球。 有一个气球是在几百英
里以外的地方被发现的。 当然， 他承
认， 这是一个危险的活动， 会有失火的
可能， 但是那时， 他不懂这些危险。 而
且， 无需多言， 这些活动不算在高中成
绩之内。

我丈夫在高中时喜欢学习语言。 他所
在的学校要求学习拉丁文， 他说： “我入迷
了。 我开始阅读 （非必读） 拉丁文书籍，
还有诗歌。 我自愿写了一些短诗给我的同
学和拉丁文老师， 老师看后很惊讶。 也许
我有点炫耀， 但是这也很有趣。”

创造力需要人有一次次尝
试的勇气

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斯腾伯格博
士在智力、 创造力、 思维方式以及领导
才能方面写过很多文章。 作为美国心
理学会前主席以及1500篇出版作品的
作者， 他在1995年与陆伯合写过一本
书， 探讨创造力需要人具备哪些品质，
这本书的名字叫 《不随大溜： 在循规
蹈矩的文化中培养创造力》。 该书提到
了做出有创意的工作所需要的品质，
对我们研究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成果提
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 在这本书里， 他
们写道：

“读到有一些关于创造力的模型，
只是注重于创造力的思维过程， 这有时
会让我们感到吃惊。 智力技巧以及知识
无疑对创造力很重要。 但是， 我们相
信， 创造力不只是一个认知现象， 或者
仅仅局限于大脑。 要成为有创造力的
人， 你不仅要有好的想法， 还需要勇
气。 这无法用计算机程序来模拟， 也没
办法用数学公式来表示。 如果你想做有
创造力的事情， 你要有尝试的勇气， 一
次次尝试， 即使周围的人都希望看到你
消失， 甚至是为此受到惩罚， 因为你没
有墨守成规。 你可以选择有创造力， 也
可以选择循规蹈矩 、 安全地随波逐
流。”

我丈夫在高中时追逐自己喜欢课题
的兴趣， 一直延续到他的职业生涯。 在
我和丈夫最近访问中国的时候， 我们接
受了财新传媒总编胡舒立的采访。 我
们谈到我丈夫曾经因为其文章而受到
批评的经历， 因为人们认为他的观点
很奇怪， 或者完全是错的。 我告诉胡
舒立： “他在成为行为心理学家的最
初， 有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 起因源
于他在1981年写的一篇文章。 事实上，
在他得到诺贝尔奖之后， 他收到一个
同事寄来的卡片。 这位同事谈到， 他
记得在1981年的时候， 我丈夫曾经告
诉他， 自己后悔写了这篇文章。 然而，
这篇文章正是我丈夫得到诺贝尔奖的主
要原因， 但是在那个时候， 争议很大。
他回家的时候神情很沮丧， 因为人们的
批评。”

胡舒立接着问起了我丈夫挑战当时
广为接受的有效市场假说之后的经历。
她问： “你能感觉到周围的敌意吗？”
我丈夫说： “偶尔会感觉很困难。 我
想， 这大概是导致我后来在学术界不够
靠前的原因吧。 然而， 我不在乎这些。

我到学术界是因为我对真理感兴趣。 如果
他们因此不提拔我， 那就随便吧。”

之后， 我丈夫的工作更加大胆地脱离
经济学职业的束缚。 在他的诺贝尔奖自传
里， 我丈夫写道： “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
发展出了自己的研究风格， 尽量避免在一
个领域过于专业化， 比如说像计量经济学
这样狭窄的领域。 如果我真想为好的经济
政策和实践做些实事， 把计量经济学的方
法和其他的方法一起使用， 将会收到更好
的效果。 在这样做的过程中， 我研究的某
些方面逐步发展， 让有些人认为我选择了
错误的道路。 比较起其他人而言， 我更愿
意尝试古怪的思想。 同时， 我更喜欢博采
众长， 学习和借鉴社会学方面的思想， 打
破经济学职业的常规。”

优质教育系统莫“押宝” 于
量化成绩

早年的学业成功， 跟今后在学术上的
卓越成就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来
看一看对这一组诺贝尔奖获奖人的背景调
查能够告诉我们些什么。 事实上， 在我们
调查的这9位诺贝尔奖得主中， 只有4位
在高中时被认为是出类拔萃的， 这个结果
很发人深省。 至少， 我们可以下结论说，
有一些非常具有潜力的年轻人自觉或不自
觉地没有成为尖子生， 因为这需要各门功
课都达到全面的优秀。

莱维特对那些为世界做出贡献的人提
出了自己的想法。 他表示， 他的偶像包括
比尔·盖茨、 史蒂芬·乔布斯、 拉里·佩奇、
谢尔盖·布林以及马克·扎克伯格。 他说，
这些人“为了更快地给世界带来变化， 不
得不离开正规教育”。 他对正规教育的这
个评论当然不算正面， 辍学当然是一个有
风险的选择。 最好的办法是， 我们的正规
教育能够提供一个良好的氛围， 鼓励那些
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年轻人在学校里发挥
出他们的潜能。 中国很努力地建立起了优
质教育系统。 2013年12月， 国际学生能
力评估测试 （PISA） 中， 中国上海学生
独占鳌头。 然而， 国际学生能力评估测试
的重要性存在争议 。 尽管芬兰学生在
2009年国际学生能力评估测试中名列第
三， 但是美国教育学者帕西·山伯格在
《芬兰的经验： 世界可以从芬兰的教育变
革中学到什么？》 一书中写道， 很多老师
和校长都认为国际学生能力评估测试只是
考察了学校学习很少的一个方面。 他认
为， “好的教育系统和高的教育成就比量
化的成绩更加内涵丰富”。

山伯格最具洞察力的发现之一是， 芬
兰学生做家庭作业的时间远比其他国际学
生能力评估测试高分国家的学生少。 根据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OECD） 的报告，
在芬兰， 15岁学生不参加私人补习或者
额外补课。 虽然芬兰学生在阅读、 数学、
和科学上成绩与来自韩国、 日本、 新加坡
以及中国上海的学生成绩相当， 但是这些
国家的学生却在课后、 周末和节假日花大
量时间进行课外辅导。

让孩子花大量时间做作业的代价是什
么？ 年轻人如果花大量时间在有规划的
学习任务上， 会阻碍他们从事有创造力
的思考活动吗？ 为了考虑这些问题， 我
们可以看一下一段广为流传的音乐天才

莫扎特的信： “当我感觉很好， 或者心情
很好的时候， 或者当我乘车出去、 美餐之
后散步时， 或者是当我在晚上不能入眠的
时候， 各种灵感就会轻松地涌入我的大
脑。 它们从哪里来， 又是如何到来的？ 我
不知道， 我没有做任何努力。 那些让我满
意的灵感， 我就会记在我的脑海里， 并哼
唱它； 至少别人告诉我要这样做。 有一次
我有了主旋律， 又有一段乐曲进到我的脑
子里， 和前者连在一起， 正好适合我整个
创作的需要。”

莫扎特的创作经历不只是简单地遵从
有条理的音乐课程， 或者是正规的活动。
取而代之， 莫扎特的故事告诉我们， 正是
当他放松的时候， 他的大脑没有“工作”
的时候———那些有创意的想法才从思想的
深处浮现出来， 不费吹灰之力。

卓越人生急需年轻人“不随大
溜”

其实， 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 是帮助
大家思考并一起讨论如何帮助生活在不同
文化中的个人达到自己智力发展成就的最
高目标。 在过去的一年里， 11位诺贝尔奖
得主中， 有9位是美国公民。 据了解， 在
中国， 人们在讨论为什么中国本土的科学
家们没有获得更多的诺贝尔奖之类的国际
奖项。

美国在诺贝尔奖方面的成功， 部分得
益于其20世纪在基础科学方面的大量投
入。 然而， 在华盛顿召开的2013年美国诺
贝尔奖得主会议中， 美国科学家指出， 美
国近年在基础科学上的投入大量减少， 这
很令人担忧， 如果继续下去， 美国诺贝尔
奖得主人数最终会下降。

除了投入方面的原因， 也需要考虑这
样一个问题： “从文化环境上看， 是不是
有一些因素让一些国家的科学家不愿意从
事开拓性研究？”

我最近去了北京、 上海、 重庆和宁波，
并有机会和中国年轻人、 家长以及教育工
作者交谈。 我能够感受到， 今天的中国是
一个有活力的国家， 非常愿意学习新的教
育模式。

赵勇博士是美国俄勒冈大学教育学院
院长。 他在自己所著的 《世界级的学习者》
一书中写到其在中国教育模式中发现的问
题： “中国的高考是招收大学生的唯一标
准。 因为上大学几乎是社会向上流动的唯
一出路， 中国教育系统的一切努力都是关
于如何最终能够在这些考试中取得优异的
成绩。”

将精力集中在高考的技能训练， 而不
是培养有创造力研究者的教育系统， 可以
鼓励学生更多地向“不随大溜” 的方向改
变吗？ 目前， 很多中国教育工作者访问美
国， 学习新的教育思想。 美国全国中学校
长协会职业发展主任比佛莉·胡顿告诉我，
有一些中国教育工作者在他们协会的特色
职业发展项目“与众不同” 中接受培训。
这个项目是针对全美以及国外的校长， 并
帮助校长职业成长和进行学校改革。

胡顿强调， 对个性化设计项目以及提
供支持系统， 使学校更加以学生为中心这
个目标， 到访的中国教育工作者有时会有
些纠结。 他们自己很看重这个目标， 但是
对自己所处的学校氛围， 能够接纳多少这
样的目标， 他们心存忧虑。 胡顿结合其对
中国的几次访问表示， 她常常听到学生
说， 努力学习是因为他们希望成为父母的
骄傲。 可见学生学习的动力似乎源于外界
因素。

我的研究助理杨敏博士称， 中国民间
文化中有一些内容强调的是与众不同的危
险， 即“不随大溜” 的危险。 她告诉我，
有两条民间谚语从古代流传至今。 有一句
叫“枪打出头鸟”， 而另一句话提到“人怕
出名猪怕壮”。

当然， 中国是一个多元化、 快速发展
的国家， 尽管这些民间谚语会作为老一
辈的智慧继续流传， 但我知道很多中国
年轻人都在寻求不同的模式， 并对新思
想保持着开放的态度。 因此， 我相信中国
人民会欢迎新模式， 并为让每个国民都成
功而努力。

为了这些好的变化， 我相信社会和家
庭需要给那些没有很早就展现出才华的孩
子以支持， 给那些有天分但没办法在考试
成绩中体现出来的孩子以鼓励。 值得一提
的是， 汉森特别提到他父母对其后来的成
功所起到的关键性支持作用。 他说： “事
实上， 我有宽容、 支持和有耐心的父母很
关键。 有时候， 父母们给孩子过大的压力，
希望他们从小就很出色， 但是到大学之后，
这些孩子往往都精力耗尽了。 而我的情况
正好相反。”

（作者系临床心理学家、 耶鲁大学儿童
研究中心临床讲师， 微博： www.weibo.
com/xile2014）

美国教育学者帕西·山伯格提出， 好的教育系统和高的教育成就比量化的成绩更加内涵丰富。 图片来源： 国际青年成就项目官网

新东方支着儿
高考之后的留学之路

“高考后是出国留学的黄金时段，随着高考结
束和录取工作的开始， 成绩没有达到预期或者录
取结果不理想的考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为留学做
准备。 ”6月21日，新东方前途出国美国本科部兼
研究生部总监司明霞在北京新东方“后高考留学
时代”大型讲座上如此表示。

北京新东方贵宾（VIP） 学习部总监戴云强
调，国外院校在录取过程中，成绩并不是录取与否
的唯一标准， 并且更为看重学生的综合实力。 因
此，很多普通学生都通过合理的留学规划，成功考
取了海外名校。 新东方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验
（SAT）名师李楠楠全面解读了托福等留学考试的
备考要义， 并详细提出了各个留学阶段时间点的
把控建议。

据悉，本次讲座由北京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主办，旨在帮助考生认清形势、合理规划，
顺利完成高考之后的留学之路。 （黄金鲁克）


